
 

 

 

 

1101回執單注意事項 
(一) 號碼布與紀念品領取期間：10 月 25 日至 31 日，請依各單

位服務時間為主，持繳費憑證之收執聯或身分證明文件，至

原報名點(三商巧福、拿坡里、福勝亭、鞋 全家福、En Route

昂路名鞋店)領取。(團體報名一律由團長統一領取) 

(二) 未能於上述時間領取者，請將繳費憑證之收執聯或身分證明

文件委託他人領取，比賽現場不受理領取手續，未領取者視

同放棄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責。 

(三) 本次比賽號碼布分別為：橘色號碼布：3 公里組。9 公里組： 

藍色號碼布：男甲(60以上)、丁組(30-39)，綠色號碼布： 

男乙(50-59)、戊組(20-29)，金色號碼布：男丙(40-49)、 

男己(14-19)、男庚(13以下)；紅色號碼布：女丙(40-49)、 

女己(14-19)、女戊(20-29)，紫色號碼布：女甲(60 以上)、 

女乙(50-59)、女丁(30-39)、女庚(13 以下)，請詳細核對

是否有誤。9 公里組請確定參加卡需釘在號碼布上，請勿自

行撕下，以免影響參賽名次。 

(四) 抵達終點時共分五個不同顏色的入口道，請依號碼布顏色進

入入口道，跑錯入口道比賽成績無效。 

(五) 請選手自備別針，本會不負責供應，並將號碼布別在 T 恤上。 

(六) 比賽當日集合地點為總統府前北廣場，檢錄時間為 06:00~06 

:20，9 公里起跑時間為 6:30(限時 90 分鐘)；3公里起跑時

間為 6:40(限時 30 分鐘)。 

(七) 路跑路線-9公里競賽組：總統府前北廣場-凱達格蘭大道-

仁愛路-新生高架橋-民族東路匝道口(折返回終點凱達格蘭

大道) 。3 公里趣味組：總統府前北廣場-凱達格蘭大道-仁

愛路-金山南路口(折返回終點凱達格蘭大道)  



(八) 9KM 競賽組禁止上橋時間 07:10，7:50將有專車開始將新生

高架橋上之所有選手載下橋至仁愛路上。 

(九) 各選手憑號碼布至活動會場領完賽證明及贈品。 

(十) 比賽當日衣物保管時間為 06:00至 10:00，選手請憑號碼布

至衣物保管處存放衣物。 

(十一) 水站設於 9公里折返處及終點處。 

(十二) 領取號碼布、為愛而跑勇腳排汗 T 恤時請自備袋子 

(十三) 若對報到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洽詢:02-2393-6637。 

(十四) 會場圖如表一 

(十五) 交通管制時間如表二 

(十六) 停車資訊如表三 

 

表一：會場圖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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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交通管制時間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彈性管制時間 

編

號 

    路段名稱 占用道路情形 道路管制時間 

1 凱達格蘭大道 

（重慶南路-公園路） 

南北雙向各 5線車道 11月 1日

00:00-12:00 

2 凱達格蘭大道 

（公園路-中山南路） 

南北雙向各 5線車道 11月 1日 

05:00-09:00 

3 仁愛路 1~2段 

（中山南路-金山南路） 

中間快車道及雙向公車

專用道 

11月 1日

06:30-08:00 

4 金山南路 1段 

（忠孝東路-仁愛路） 

北往南路段（道路西側） 11月 1日

06:30-08:00 

6 新生高架橋路段 

（士林端起點-濟南路出口） 

新生高架北往南路段 11月 1日

05:30-08:30 

編號     路口名稱 路口彈性開放時間 

1 金山南路-濟南路口 07:15 

2 仁愛路-金山南路口 07:17 

3 仁愛路-杭州南路口 07:20 

4 仁愛路-紹興南街口 07:23 

5 仁愛路-林森南路口 07:25 

6 仁愛路-中山南路口 07:30 



  

表三：停車資訊 

 

編號 停車場名稱 地點 停車

格數 

計費方式 

1 仰德大樓停車場 南昌路 1 段 5 號 1

樓 

50 小型車 70 元/時，停車逾 1 小時以上

者。 

2 臺大醫院停車場 中山南路 7 號 B1

及急診處 1 樓 

123 訪客第 1 小時 60 元，續每半小時 35

元 

3 嘟嘟房中正紀念

堂站 

中山南路 21-1 號

B1 

616 50 元/時，停車逾 1 小時以上者 

4 臺大醫院停車場 中山南路 8 號 1 樓

及 B2、B3 

232 50 元/時，停車逾 1 小時以上者，機

車 20 元/次 

5 台大校友聯誼社

停車場 

濟南路 1 段 2-1 號 12 80 元/時，持社園證者 40 元/時，停

車逾 1 小時以上者 

6 台大會議中心停

車場 

徐州路 2 號 B2、

B3 

83 小型車 50 元/時，機車 20 元/次，

停車逾 1 小時以上者 

7 台北市中正運動

中心停車場 

信義路 1段 1號B3 101 30 元(08~22)/時，15 元(22~08)/

時 

8 俥亭西門停車場 中華路 1 段與寶慶

路交叉口旁空地 

37 50 元/時，停車逾 1 小時以上者 

9 根基愛國停車場 延平南路 190號旁

空地 

11 50 元/時，停車逾 1 小時以上者 

10 台灣聯通衡陽停

車場 

衡陽路 51 號 B4、

B5 

117 80 元/時 

11 張榮發基金會地

下停車場 

中山南路 11 號

B2~B4 

203 30 元/時 

12 中山堂停車場 延平南路 98 號地

下停車場 

442 周六至周日及政府行政機關放假之

紀念日及民俗節日(8-12)計時 30

元，(12-22)計時 40 元，(22-8)計時

10 元 


